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本會宗旨：關懷透析病患，提升透析品質，維護透析診所與病患的權益， 

                協助政府制定相關醫療政策及推行健康保險制度。 

 

 

 

 

 

最新消息：  
 會員專屬活動： 

協會與輝瑞大藥廠合作，共同推廣腎臟病患施打十三價肺炎鏈球菌

結合型疫苗(PCV13)，以有效降低腎友感染肺炎鏈球菌肺炎風險。

擬定於 2016 年 10 月 10 日起至 10 月 31 日間，以合約簽訂的方式，

提供基層透析協會會員下列採購優惠： 
 
PCV13單筆訂購數量達 每劑發票價格 每劑折扣價格 價差(利潤) 

1~9劑 $3,300 $2,500 $800 

10~29劑 $3,300 $2,450 $850 

30~49劑 $3,300 $2,400 $900 

≥ 50劑 $3,300 $2,350 $950 
 

備註: 

1. 本優惠條件為會員專屬(需已繳交 105年度一萬元會費之院所)，時間限定

為 2016年 10月 10日至 2016年 10月 31日為止(逾期不辦理)。 

2. 本批疫苗保存期限為 2018年 6月 30日，或更長效期。此專案活動，除了

包裝破損，或其他瑕疵外，不得要求退換貨。 

3. PCV13疫苗目前榮獲美國及台灣疫苗接種諮詢委員會(ACIP)一致建議， 

慢性腎臟病患應優先接種一劑 PCV13疫苗，以有效預防肺炎鏈球菌肺炎。 
 

請有意願採購的會員院所，於 10月 31 日前主動向協會聯繫做登記

(直接聯絡廠商則無此優惠價格)，協會將轉達輝瑞藥廠安排採購。

(03-5313889 曾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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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有收到一筆於 105 年 8月 31日匯入的一萬元會費，請匯款之

院所盡速與協會聯繫，謝謝！(03-5313889 曾專員)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105 年度徵文活動 

文章題材：與透析醫療、透析生活等相關經驗、事物 

徵文對象：醫師/護理人員/腎友/腎友家屬/透析相關人員 
 

文章字數：1500-3000字 

文章稿費：1500字(含)以上，新台幣壹仟伍佰元整 

           2000 字(含)以上，新台幣貳仟元整 

           2500 字(含)以上，新台幣貳仟伍佰元整 

           3000 字(含)以上，新台幣參仟元整 
 

投稿方式：e-mail /郵寄至協會 

         信箱：dialysis98@gmail.com (主旨：105年度徵文活動) 

         地址：300 新竹市中央路 128 號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收) 

*投稿文章需註明姓名、連絡電話、服務院所/就醫院所，謝謝。 
 

投稿時間：105/09/01～105/10/14 截止，請大家踴躍投稿！ 
 
 

 105 年會費已開始繳納，尚未繳納之院所請盡速繳納。 

院所負責醫師：每年新台幣一萬元整。 

非院所負責醫師：每年新台幣一千元整。 

會友：每年新台幣一千元整。 
 

戶名：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銀行：合作金庫 台大分行 

帳號：1 3 4 6 – 7 1 7 – 0 3 3 5 9 8 

郵政劃撥：收款戶名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收款帳號：5 0 2 6 5 6 1 4 
 

mailto:dialysis98@gmail.com


 

 為秉持公開透明原則，以下為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105年度 9月經費收支表： 
 

台灣基層透析協會經費收支表 

105年 9月 

科目 收入 支出 備註 

上期結存 ＄2854738   

本會經常收入 12000   

常年會費收入 12000   

會員捐款收入    

非會員捐款收入    

其他捐款收入    

利息收入    

    

    

本會經常支出  75626  

人事費  48875  

  員工薪津  31865  

  獎慰金  4986 中秋節獎金 

  健保費  1978  

  勞保費  3048  

  勞保退休金  1998  

  加班費    

  其他人事費  5000 兼職人員薪資 

辦公費    

  文具費    

  郵電費  1468  

  印刷、影印費  2524  

  手續費  30  

  設備費    

  雜支    

活動費    

  會議費    

  旅運、交通費  2220 理事長.專員.理監事至各處開會車資 

  公共關係費 
 

  

  業務費用 
 

509 
電話費 

  其他費用    

    

捐款  20000 新竹市腎友協會會員大會 

本期結餘 ＄2791112   

理事長：          監事：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甲狀腺功能和突發性心因猝死 
張智鴻醫師.腎臟科.新鴻遠診所 

 

最近一位副甲狀腺亢進洗腎患者去把副甲狀腺開掉了，但因為她也

有 thyroid goiter 影響到呼吸道，所以順便也做了 total 

thyroidectomy，所以外科醫師開了 thyroxine 給患者吃。然而，

到底 thyroxine 要用到那一種劑量？怎麼看 TSH/FT4 報告？以下

這研究可以給大家一個意見參考。 
 

結論：即使在 euthyroid 狀態下(依 TSH在正常範圍內)，有較高的

FT4 患者，突發性心因猝死的機會較高。 
 

註：這讓我想起，以前在新陳代謝科學習時，前輩都說，thyroxine

補最低有較劑量即可。 
 

--- 

Thyroid Function and Sudden Cardiac Death 

A Prospective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Circulation 

http://dx.doi.org/10.1161/CIRCULATIONAHA.115.020789 

Published: September 6, 2016 
 

BACKGROU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yroid function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s well established, but no study to 

date has assessed whether it is a risk factor for sudden 

cardiac death (SCD). Therefore, we studied the association 

of thyroid function with SCD in a prospective 

population-based cohort. 
 

http://dx.doi.org/10.1161/CIRCULATIONAHA.115.020789


 

METHODS: Participants from the Rotterdam Study ≥45 years with 

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 or free thyroxine (FT4) 

measurements and clinical follow-up were eligible. We 

assessed the association of 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 and 

FT4 with the risk of SCD by using an age- and sex-adjusted 

Cox proportional-hazards model, in all participants and also 

after restricting the analysis to euthyroid participants 

(defined by 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 0.4–4.0 mIU/L). 

Additional adjustment included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notably hypertension, serum cholesterol, and smoking. We 

stratified by age and sex and performed sensitivity analyses 

by excluding participants with abnormal FT4 values (reference 

range of 0.85–1.95 ng/dL) and including only witnessed SCDs 

as outcome. Absolute risks were calculated in a competing risk 

model by taking death by other causes into account. 
 

RESULTS: We included 10318 participants with 261 incident 

SCDs (median follow-up, 9.1 years). Higher levels of FT4 

were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SCD risk, even in the normal 

range of thyroid function (hazard ratio, 2.28 per 1 ng/dL FT4; 

95% confidence interval, 1.31–3.97). Stratification by age 

or sex and sensitivity analyses did not change the risk 

estimates substantially. The absolute 10-year risk of SCD 

increased in euthyroid participants from 1% to 4% with 

increasing FT4 levels. 
 

Conclusions: Higher FT4 levels are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SCD, even in euthyroid participants. 
 



 

 105年度台灣基層透析協會已繳納負責醫師會費一萬元名單 
(如劃撥院所，須等郵局作業七天後入帳) 

 目前已累計 223家院所繳納一萬元會費，請尚未繳納之院所，

務必繳納，讓協會能夠維持會務運作，繼續為透析院所服務。 

基隆 

安基診所 泰安內科診所 元翔診所 佳基內科診所 高士振診所 

台北市 

文林診所 宏林診所 華榮診所 安德聯合診所 怡德診所 

元林診所 萬澤內科診所 景安診所 安仁診所 慶如診所 

佳德內科診所 百齡診所 崇德診所 杏心診所 和泰內科診所 

弘德診所 東成診所 承新診所 安禾聯合診所 心力合診所 

洪永祥診所 祐腎內科診所    

新北市 

怡安診所 志豪診所 幸安診所 輝德診所 匯康內科診所 

戴良恭診所 宏明診所 東暉診所 江生診所 
新莊安庚 

內科診所 

德澤診所 祥佑診所 安旭診所 廣泉診所 仁謙診所 

康全診所 慧安診所 佳晟診所 禾安診所 佳佑診所 

思原內科診所 元福診所 詠靜診所 仁馨診所 康全診所 

益康診所 仁暉診所 集賢內科診所 新莊新仁診所 逸安診所 

國城診所 家祥診所 仁川診所 仁美診所 佳愛診所 

昕隆診所 安新診所 陳尚志診所   

桃園 

聖文診所 鑫庚內科診所 
南崁安庚 

內科診所 
宏元診所 中庚診所 

桃庚聯合診所 中慎診所 桃德診所 杏福診所 家誼診所 

安馨大溪診所 桃安診所 安慧診所 惠民診所 榮元診所 



 

全安診所     

新竹 

康健診所 新竹安慎診所 惠慎診所 成民內科診所 竹東安慎診所 

安新診所 宜暘診所 宏仁診所   

苗栗 

宏福診所 長春診所 德安診所   

台中 

京冠診所 育恩診所 大順診所 瑞東診所 長安診所 

怡仁診所 中清診所 慶華診所 蔡精龍診所 信安診所 

高美內科診所 加安診所 傑安內科診所 安新診所 雅林診所 

太原診所 東福診所 合安診所 佳楊診所 晉安診所 

佳福診所     

彰化 

健新內科診所 里仁診所 建霖內科診所 瑞林診所 員美診所 

合濟診所 惠聖診所 旭安診所   

雲林 

惠腎診所 大安診所 明德聯合診所 崙安診所 宏德診所 

螺安診所 腎安診所    

嘉義 

宏醫診所 正安診所 家馨診所 
安馨嘉義 

內科診所 
康明診所 

上水診所     

南投 

新協合 

聯合診所 
草屯陳診所 金生診所 益民診所 

安馨竹山 

內科診所 



 

台南 

以琳內科診所 康福內科診所 華康內科診所 
謝智超 

達恩診所 
福民內科診所 

昕安內科診所 迦南內科診所 文賢內科診所 弘典內科診所 榮銘內科診所 

陳相國 

聯合診所 

陳冠文 

內科診所 
十全診所 懷仁內科診所 

顏大翔 

內科診所 

杏和診所 杏福內科診所 
蘇炳文 

內科診所 
光明內科診所 佑馨診所 

立福內科診所 奇安內科診所 美侖診所 佑全診所  

高雄 

幸安診所 德恩內科診所 高欣診所 蔣榮福診所 好生診所 

岡山內科診所 鴻仁健康診所 為好診所 愛欣診所 路竹內科診所 

裕生診所 鴻源診所 新鴻遠診所 
吳三江 

內科診所 
劉內兒科診所 

東陽診所 昱泰診所 長清診所 明港診所 佑鎮診所 

茂田診所 高悅診所 高晟診所 芳民診所 
僾彼高榮 

育仁診所 

安泰診所 揚銘診所 仁康診所 佳生診所 佳醫診所 

長新診所 聖安診所 高健診所 建安診所 宗禾診所 

安馨楠梓 

內科診所 
五福診所 佑強診所 楠華診所 腎美診所 

屏東 

立安診所 宇安診所 沐民診所 人晟診所 順泰診所 

佳屏診所 大武診所 
李氏聯合診所 

藍文君診所 
迦美診所 德埔診所 

宜蘭 

傳康診所 陳文貴診所 吳得中診所 青田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劉明謙診所 嘉恩診所 維德診所 美崙聯安診所 

 


